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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Lmuhuw與史詩 

第一節  Lmuhuw與泰雅傳統歌謠 

Lmuhuw歌謠在泰雅族人的認定中是屬於泰雅族古老的傳統歌謠，無論是音

樂或歌詞所使用的都屬古老的形式。「Lmuhuw」在泰雅語是指由特定的人在特

定的場合呈現的特別形式，所使用的語言是屬於古老的泰雅語，並非一般日常生

活中的用語。如何界定 Lmuhuw 歌謠是屬於較古老的類型？其音樂特色為何？

而泰雅族的音樂分類中 Lmuhuw歌謠又是屬於哪一類？為了要對 Lmuhuw歌謠

的音樂有較深入的瞭解，首先先從泰雅族的音樂談起。 

對於泰雅族的音樂，從日據時期就有許多的音樂學家投入研究，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田邊尚雄、黑澤隆朝、竹中重雄等；台灣光復後，又有許常惠、史惟亮、

呂炳川等音樂前輩，及其他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前往山區採集民謠，對於泰雅族早

期的音樂記錄保存了許多豐富的資料，除了記譜、記詞、錄音等，許多音樂學家

也歸納出許多泰雅族音樂的特質與分類。 

首先是日據時期最後一位對於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研究者，也是研究範圍最廣

最深入的黑澤隆朝，9黑氏以民族誌的方式記錄他所看到的現象，在泰雅族音樂

方面共採集了 15首，以歌曲名稱來看，包含了各種與泰雅族生活息息相關的歌

曲，對於其歌謠特質他提出了以下數點看法：10 

1、泰雅族是高砂族中，旋律、韻律方面都具有歌謠產生原理的特質，就是
沒有一定的歌詞，臨機應變視情況而唱的歌，同時旋律也沒有一定的形式，

拍子及韻律都不重視，自由地似說話般唱著，宛如令人回想起日本上古歌謠

的生活。 
2、舞蹈的伴奏多用口琴，富活潑的韻律。 
3、音階有 La、Do二音音階，或是 La、Do、Re三音音階。 
4、歌謠大都屬即興式的朗誦歌謠，以祝賀詞、訓詞時尤為明顯。 

                                                 
9 《台灣音樂史初稿》許常惠，1996：22。 
10 《台灣高砂族 音樂》黑澤隆朝，1973：38；《台中縣音樂發展史》林清財，19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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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口簧琴來代替語言。 
 

黑澤隆朝所提出的泰雅族音樂觀點影響著後來的研究者，但對於泰雅族音樂

的分類並沒有提出有系統的方法。 

呂炳川先生在《台灣土著族音樂》一書中，主要是收錄了賽德克族的歌謠，

但對於泰雅族的音樂風格也提出了他的看法： 

1、泰雅族的音樂原始要素較為濃厚，其基本音階是 La、Do、Re或 Mi、
Sol、La。二音旋律較少，通常由小三度構成。（譜例 1） 

2、基本音階主要是由大二度加小三度的三音音階，由三音音階構成的歌
謠，經常被侷限在八度內，亦即三音中的任一音不得在八度之上或下或

轉位之情形。（譜例 2） 
3、另有在三音下加大二度發展成為大二+小三+大二的四音音階，在泰雅族
較少看到，而賽德克族則經常可見。（譜例 3） 

4、依四音再上加大二度就成為無半音的五聲音階，使用的實例更少，其旋
律變化仍不超過八度。（譜例 4） 

5、若自由移高或移低八度來歌唱，旋律超越八度的音域，此種音階為近代
或是流行歌曲所使用的。（譜例 5） 

 

而許常惠對於泰雅族音樂也僅在音組織方面提出三音組織與四音組織的探

討： 

三音組織：在小三度的上或下方加上大二度 

 

四音組織：在小三度的上及下方加上大二度 

 

演唱形式方面則提到泰雅族是單音朗誦唱法，歌謠的歌詞、旋律、節奏皆屬

於即興的，而賽德克亞族有知名的卡農唱法、兩部合唱等。 

而對於泰雅族音樂的分類，則有陳鄭港在 1995年的碩士論文《泰雅族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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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支流變—以大嵙崁群為中心》中提供了族人本身對歌謠的認知與看法，對泰

雅族音樂作了一概括性的分類11： 

 
非 Qwas-Tayal（一般性、外族或外來的歌謠） 

 
Qwas                 Qwas-Kinbahan 
（歌謠）               （現代的歌謠：主要指以泰雅語創作、改編的歌謠， 

Qwas-Tayal     亦包括部分傳統旋律填新詞以非族與演唱的歌謠） 
（泰雅歌謠） 

 
Qwas-Mzjui 
（娛樂、休閒的歌舞音樂 

Qwas-Lmuhuw         包括曲調式與朗誦式） 
（以前、古代的歌謠） 

Qwas-Lmuhuw 
（提親、婚禮、頭目聚會等 

正式場合使用的朗誦式歌謠） 
 

另外，在江明清 2000〈從泰雅爾族的儀式行為談 Smyus儀式及其音樂〉中

也提出由泰雅族人自身對於傳統音樂的看法：12 

1、 Qwas na lmuhuw 吟誦式傳統古謠、特定時機所使用之（一般男性唱） 

2、 Qwas na kinbahan（Khmgan） 一般性歌謠、傳統曲調式歌謠 

3、 Qwas na mmiyuy 娛樂休閒時之歌舞律動音樂（吟誦、起應、齊唱、 

卡農、曲調式） 

4、 Sinrhow ke’ ki Qwas lmuhuw 訓誡與吟誦（說唱歷史、族群源流及誡命） 

5、Qwas na llaqi 兒童歌謠 

從陳鄭港及江明清的分類中，可以看到本文所提的 Lmuhuw 歌謠是屬於吟

誦式傳統的古謠，其內容是屬於「訓誡與吟誦」的歌謠，就是在特定的場合、時

                                                 
11 《泰雅族音樂文化支流變—以大嵙崁群為中心》陳鄭港，1995：72；《泰雅族與文化教材》，
107-109。 
12 〈從泰雅爾族的儀式行為談 Smyus儀式及其音樂〉《第三屆原住民音樂世界研討會祭儀篇論文
集》江明清，20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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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由特定的人物（如頭目、長老等，一般為男性）以即興朗誦的方式來演唱，有

起因、過程、結果等許多相關的主題或內容串連起來，且有特定敘述內容的歌曲。

而 Lmuhuw 類的歌謠所使用的語言詞彙，年輕一輩的泰雅族人大都不懂其意，

甚至有些年紀四五十歲的老者，也未必能將歌詞的內容完全瞭解，有時連演唱的

老人家也無法將歌詞的含意解釋完全，只能藉由過去向族裡的老人家學習時得來

的經驗與印象，將其意義大概地解說，而詢問最初使用的原因或來源時，對於某

些詞語就無法解釋了。由此可知，這些歌謠的古老性是不容質疑的。 

而 Lmuhuw歌謠所使用的音階（或音組織），就如前述音樂學家所提出的「三

音組織」為旋律使用的基本音階（音樂分析可詳見第六章第一節），且旋律即興

朗誦的意味極為濃厚，所不同的是，演唱的歌詞大多有一定的內容，且不能隨意

更動，主要以歷史、族群、誡命為主要內容，所以 Lmuhuw歌謠是具有歷史性、

傳承性的，在族人心中是屬於最古老、最能代表泰雅族音樂特色的傳統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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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Lmuhuw歌謠的意義與功能 

一、Lmuhuw歌謠的意義 

首先，先來瞭解何謂「Lmuhuw」？「Lmuhuw」在泰雅語中指的是一種古

老的語言。「Lmuhuw」一般人是聽不懂，只有部落裡的長者或有學習過的人才

聽得懂。因此在泰雅族人的心中，對於精通嫻熟 Lmuhuw 的人，抱持著崇高的

敬意，常常邀請他們擔任調解人或媒人的角色。因為在昔時，部落與部落之間發

生爭執而談判時，會以 Lmuhuw 的方式來對談；或遇重大事件時，通常都以：

Lmuhuw 來表達，以顯示慎重與敬意。所以專精於 Lmuhuw 的泰雅族人，是備

受族人的尊敬與愛戴，因此在古時想成為泰雅族的領導者，不僅要有過人的體力

和膽識，還必須精通 Lmuhuw 的能力與智慧，才能為族人排解糾紛、代表族人

完成神聖的使命。所以 Lmuhuw 使用的場合與類型，在早期的泰雅族社會是普

遍多見的。以下將不同場合與形式的 Lmuhuw舉例說明。 

（一）提親時的 Lmuhuw 

在傳統的泰雅族社會裡，「提親」可算是大事一樁。因為「提親」好像白白

地去向別人要一個辛苦扶養的女兒，是非常難以啟齒的事，所以一定要央請一位

德高望重、且能言善道有智慧的老者，來擔任媒人的角色，以顯示對女方的誠意

與尊重，為了表達慎重，老者會以 Qwas lmuhuw的方式（即以唱的形式）來提

親，述說來此的目的。在下面有關「Lmuhuw歌謠的功能」中會再詳細探討。 

（二）祭儀時的 Lmuhuw 

泰雅族神聖的祭典，是以「Lmuhuw」吟誦的方式來舉行。如祖靈祭時，家

家戶戶將準備獻上的祭物如糯米飯、糯米年糕、小米酒、醃肉等於舉行前夕事先

備好，儀式當天凌晨，由長者帶領族人到離部落不遠的郊外（或河流上游處）的

地方，搭起臨時用竹子或ㄚ形木架的架子，將祭物擺上或懸掛於竹枝上13。然後，

                                                 
13 江明清，2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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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長者帶領呼喊已去世的祖靈來共享今年最新的收成，並感念他們的眷顧，使得

農作物豐收，並祈求他們繼續帶領照顧子子孫孫。這種與祖靈溝通的對話，是既

神聖又嚴肅，以 Lmuhuw 來達成靈界與人類的直接交談，是泰雅族人另一種儀

式性的精神交流。由此，更顯出 Lmuhuw的崇敬與重要。 

（三）解決部落糾紛的 Lmuhuw 

部落與部落之間常常因為侵犯領域（獵場）或誤殺對方的族人、或一些如偷

竊、誤會懷疑等事情，而造成雙方之間的糾紛，如果是小事情，兩方互相調解和

解就可以解決。但如果是涉及整個部落的安危、生存空間等重大問題，就需要雙

方派遣代表從中調解，通常代表以部落的頭目為主，如果部落中沒有頭目則以部

落中的長者為代表，但先決條件是此代表必須精通 Lmuhuw，因為是面臨重要的

場合，雙方的言語一有疏失或不尊重的意味，則會引發更大的衝突，而且精通

Lmuhuw的族人代表著在部落中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由此人代表著部落，顯示對

對方部落的尊敬與慎重，同樣地也會受到另一方相同的對待。 

而 Lmuhuw 的內容，會先以祖訓來告知對方，希望兩方皆能按照祖訓完成

和解儀式。之後則針對事情互相以對答的方式作討論回應，如果順利，則錯的一

方要提供贖物以求對方的原諒，通常是殺豬或賠償貴重物品作為和解；如果不順

利，在昔時就以「出草」（獵人頭）的方式來決定對錯，因為在泰雅族的信仰中，

認為祖靈會幫助正直的人，理直者得首級，所以仰賴祖靈的審判，來給予公正的

答案。由此可見，Lmuhuw在這種情況下，是多麼需要以慎重與嚴肅的態度來面

對。，一不小心就會危及整個部落族人的生命安危。 

除了特殊的場合，對於「Lmuhuw」的語法必須從結構上來分析，做進一步

的瞭解。「Lmuhuw」的結構多是引用各種動物、植物、或自然界種種的現象，

或是以具有典故的代名詞等的引述，把它巧妙的串連成一個獨特結構的語言，就

如同古詩中的「比」、「興」的手法，以物來比喻或作為象徵性的詞彙。這在西方

的史詩中也是常見的用法，此部分被稱為「史詩的慣用語」。口頭詩人在創作和

憶誦長篇敘事詩，大量地使用固定的描述詞組或特定的形容詞，幫助詩人在吟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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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易於記憶的特殊作用，也使聽者能隨著故事重現對人物、情節的連貫性與加深

印象作用14。而分析歌謠中所用的言詞可以發現，在提到攸關生存問題、婚姻、

特定的人事物等，皆有其一定的慣用語詞，引用各種自然事物、或以象徵性的手

法來比喻，如從表面的文辭來看，大多是淺顯易懂的單字，但往往結合之後的語

句，卻是深奧、含意極深。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1）在歌謠中最常出現的場景，就是祖先原來居住的地方已經容納不下增

加的人口，所以祖先便帶領著族人向各地發展，對著即將往各處發展的子孫，祖

先難免有許多的叮嚀與教導，首先是要知道何處是適合生存的地方呢？通常祖先

會以這樣的語詞來告訴族人： 

 
musa mt’bah hmkani ‘san ta jik na balung ‘tukan tnga na pajih, 
 去   重新   尋找       底下    巨木   挖    小鋤頭     

 

大意則是祖先要子孫們重新去尋找，尋找巨木底下、可以以小鋤頭開墾的地

方。jik na balung就字面上的意思是在巨木底下，意即叢林之中，指的就是狩獵

之地。因為泰雅族的傳統生活中，狩獵是佔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主要的生計之一，

與生活更是密不可分，在許多儀式慶典在舉行之前都必須去狩獵。所以當祖先吩

咐子孫向各處去尋覓是何生存的地方時，要他們不忘記傳統的生活方式，在茂密

的叢林中才能使族人繁衍茂盛。 

（2）對於婚姻的訓示當中，有許多語詞是特別有深意的，對於人、事、物

也都不直接說明，而以象徵性的用詞來代表，舉例來說：當男方央請部落裡口才

好聲望高的長者如頭目或長老擔任媒人，代表男方前去女方家提親。當頭目到女

方家去提親時，按例絕對不能先說明來意，而是唱此段歌詞來告訴對方，對方就

會知道來意。提親者依著祖訓唱道： 

 
你不要特別將我當成是你的客人，知道某某人有一個 wakil na tokan，而按

                                                 
14 簡明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第 6集，1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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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祖先的祖訓，magan（或 mabing） hahokut來到你家，這是祖先如此告訴我
們的。 
而且無論你去到何處，要像魚一般循著溪流的源頭而居，不可以背對著背，

不可以木牆隔離。如果青年男子到了可以成家時，應當要謹慎地 qokun tunux na 
bubu’，不可亂倫。聽聞誰家 tghuyay mqyat tluqiy，應當請族裡的長者前去提親。 

wakil na tokan指的是背著背藍，wakil 是綁於額頭的背帶，tokan是男性專

用的背籃。泰雅族的用語時常以生活日常的事物來比喻代替人，尤其在一些特殊

場合，所以在求親時，男方代表並不直接說是哪一個人央請他前來，而僅僅用

wakil na tokan來隱喻他今天來的目的，對方也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來意了。這

種很含蓄，又富有深意的語言文化，對一個無文字的民族來說，實在是極富智慧

的表達方式。而 magan（或 mabing） hahokut 原是拿著柺杖，但其實是意指

「老者」，也就是央請有智慧有經驗的老者，為年輕的男孩子去提親。 

qokun tunux na bubu’是指搶奪奶頭，意思是要各自將血脈區分清楚，好好

選擇分辨親屬關係，不要造成近親通婚，避免亂倫，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不僅

關係著個人，甚至整個家族、整個部落都會因此而受連累，遭到詛咒或懲罰。因

此在祖訓當中，特別叮嚀族人要謹慎地選擇結婚的對象，好好地繁衍後代。   

tghuyay mqyat tluqiy意指成功地養育著女孩子，如果能將女孩子教育很好

的家庭，結為親家也是對彼此家庭甚至家族都是很不錯的，所以即使要締結婚姻

也要看雙方的家庭狀況。tluqiy原指冰柱，但在此被用來比喻女孩子，其源由不

知。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發現呈現 Lmuhuw 語言的場合，往往是需要極慎重的情

況，說話如果太直接，是非常失禮、不禮貌的表現，而且如果引用的言詞太平凡

瑣碎，也會被視為膚淺而遭人訕笑。因此 Lmuhuw 的文辭，皆使用精簡的比喻

來引述，言簡意賅，是需要智慧來理解的語言。雖然 Lmuhuw 在泰雅族的社會

裡，算是很普遍地融入生活中，但卻不是每一人都懂。就好像現代的專業學問一

樣，需要花時間和精神來學習瞭解，才會融會貫通。所謂專業的東西，就像有人

專愛打獵、有人喜歡做農業工作，有人喜歡工藝的製造，卻也有人喜歡專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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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藝術方面的學問。使得 Lmuhuw 成為專門的學問，也因為這樣的情形下，

只有少數人將他默默的傳承下來。慶幸在泰雅史詩中終究保存了許多優美且極具

有深度的文辭，透過音樂的方式而將寶貴的語言文化給傳承下來，實屬不易。這

種很含蓄，又富有深意的語言文化，對一個無文字的民族來說，實在是極富智慧

的表達方式。 

另外一個探討的問題，就是有關歌謠中特殊用語為何在不同部落、不同的社

群中有相似甚至相同的語詞（參考附錄一∼九），且其引用後延伸的含意大致上

也相同（僅少數有不同的看法）？許多是相隔甚遠的部落或社群，卻有相同的語

詞且對其意義也有一致的看法與解釋，而且 Lmuhuw 歌謠內容是由代代相傳而

來的，雖調查的範圍僅以大漢溪流域的社群為主，如果從語言文化這一點來分析

整個大漢溪流域的泰雅族人其所屬系統，可以明確地說此範圍的泰雅人應該是屬

於同一系統，且其祖先的起源地相近，所以在語言的使用上互為影響，以致於流

傳至後代子孫時，雖分散在相距較遠的四處，但子孫們仍不忘祖先所傳下的珍貴

文化，不因時間、空間的隔閡，將各自所擁有的文化智慧傳承下來。 

而從演唱者本身對於 Lmuhuw 歌謠的看法，又有較深一層的意義。羅浮部

落陳文輝提到：Lmuhuw歌謠與一般的歌謠在曲調上並沒有特別的地方，但歌詞

就有特定傳述的內容，且不能隨意更改。而演唱的場面通常是較慎重、盛大的場

合，有許多老人家聚在一起時就一定會演唱這一類的歌謠，因為這是最基本的東

西，如果你不懂的演唱屬於自己的史詩，就會被別人看不起，無法在這一個團體

裡，即使是唱其他類的歌謠，也會遭到其他人的訕笑。因此，在許多聚會的場合，

就會演唱這一類的歌謠，但是演唱的心情不是隨意的，而是抱著謹慎的心態，以

類似比賽性質一群老人家不斷地你來我往的較量著，唯恐出錯，出錯不僅會被其

他老者取笑，而且有損家族的面子。所以必需要經過學習，向部落裡的長者或家

族中的老者討教，不斷地練習參與，直到非常熟練為止。那時候演唱的能力就會

受到族人的肯定，常會被邀請擔任重要場合如提親、談判等需要「Qwas-lmuhuw」

的場合。由此可知，Lmuhuw歌謠對於泰雅族人的意義與重要性是不同於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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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歌謠的。 

二、Lmuhuw歌謠的功能 

Lmuhuw歌謠在泰雅傳統社會的應用上，從展現的特定場合、且由特定的人

呈現來看，可知 Lmuhuw 歌謠對於泰雅人有其特殊的意義。以下就從歌謠的展

演情形來探視其功能： 

在泰雅族傳統婚姻的習俗中，提親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傳統的婚姻，多數為

父母所決定。當男方父母打聽到有哪一家的女孩子正值適婚年齡，而且各方面的

條件都不錯時，就會央請部落裡口才好聲望高的長者，擔任媒人，代表男方前去

女方家提親。通常會請部落裡的頭目，因頭目比較容易得到女方家的同意。當頭

目到女方家去提親時，按例絕對不能先說明來意，而是將 Lmuhuw歌謠中的「祖

訓」部分以唱的方式告訴女方，女方也會央請與對方相當的代表來做回應。因為

所唱的內容是從祖先而來，且歌詞中有提到有關禁婚與親族之關係，極清楚地表

明近親結婚在族中是被視為禁忌，如果犯此禁忌，則會危害全部落之安全，使族

人遭到災難。如此關係著家族、部落甚至整個社群的族人安危，演唱者要以非常

嚴謹的態度來展現。 

而當雙方將來意表明清楚之後，接著兩方的提親代表就以對唱的方式，互相

詢問對方的家族背景。通常對唱的內容，先從祖先的來源開始，如從 Pinsbkan

或從大壩尖山遷徙而來，我的祖先如何帶領我們的族人，攀過哪些山、涉過哪些

溪流，辛苦地帶領我們來到此地開拓墾荒、建立家園，而我的祖先曾經到過哪些

地方，他的後代遍及那些部落等，就是 Lmuhuw 歌謠中有關起源、遷徙過程這

個部分。當然、這只是第一階段，因為敘述的範圍僅傳述到所屬社群的開拓者及

自己部落的開拓者，將自己所屬的族群系統表明清楚而已。至於整個家族的傳承

系譜則是緊接著第二階段來討論，仍然以對唱的方式，由雙方家族派出代表，演

唱者必須是非常清楚各自家族系統的長者，然後互相確認各自的關係（參考圖

一）。等到確定了雙方並不在「四代之內」的親族關係後，就會互相詢問男女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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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家庭狀況、個人背景如男孩子的打獵成績、工作情形，女孩子的織布手藝、

勤勞持家的美德等。這種對唱的方式，有點像競賽性似地，互相較量，雙方喝著

酒，興奮地唱著、機智地詢答著，如此連續吟唱、對話個幾天幾夜都不感到疲倦，

這可說是泰雅人極為獨特的提親方式，而 Lmuhuw 歌謠在此儀式中則是扮演極

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泰雅族人的心目中，Lmuhuw歌謠是唯一表明祖先來歷的依據，也是

彼此清楚地表示自己祖先的源流，與部落的關係，所以並非在一般的時間、場合

演唱，而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場合中，必須清楚地傳達自己所屬的源流時才能演

唱。藉由祖訓與源流的傳承，建構出泰雅族人的道德意識、社會規範及信仰行為，

自然地形成一種對團體、個人的制約功能，所以 Lmuhuw 歌謠對於泰雅族人的

意義非凡，其重要性由此可知。 

【圖一】Lmuhuw歌謠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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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muhuw歌謠與史詩 

筆者在田野採集的過程中發現，在泰雅族各個社群部落裡，或多或少都流傳

著屬於自己的起源傳說，或以述說、或以歌唱的方式來表達。在文獻紀錄方面，

日據時期的許多著作都記載著部落的起源傳說、遷徙過程，但多以述說的方式記

錄下來，音樂方面的記載極少。而 Lmuhuw 歌謠所傳述的內容，其中就有關各

社群部落的起源、遷徙、部落分佈等歷史性的記載，這與西方文學中以描述古代

傳說、反映遠古時期的社會、民族遷徙或以英雄人物的武功事蹟為主的長篇敘述

詩相類似，在西方稱為「史詩」。 

「史詩」一詞，最初源自希臘文（Epic），原意是「談話」、「平話」、「故事」，

後來才和敘述英雄冒險故事的韻文作品聯繫起來，稱之為「史詩」，在西方通常

是指一種反映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事件，或以古代傳說為內容的長篇敘事詩15。

亞里斯多德在其《詩學》一書中討論史詩時，亦當作一種戲劇的詩學來看，即將

史詩視作戲劇的前身。「史詩」這個文類，在西方廣受重視，透過它的內容，可

以反映一個民族早期的生活、習俗、心理、性格、價值觀、審美觀等16。因此「史

詩」除了文學上的價值，舉凡當時的政治、哲學、宗教、社會、文化思想等，都

可以透過其內容及傳述反映出來。 

而在中國的文學史上，也有「史詩」這一類型的作品，就現存作品來看，漢

族史詩並不發達，反而在中國的少數民族中有極豐富的作品數量，品類不輸西

方，例如蒙古族的《江格爾》17，藏族的《格薩爾王傳》18，柯爾克孜族的《瑪

納斯》19等。但對於史詩方面的研究則比西方晚了許多，因此史詩的類型並沒有

如西方史詩發展那麼多樣性。 

                                                 
15 季明華，《南宋詠史詩研究》1997：13。 
16 陳全得，〈「中國史詩」名義析論—從文類觀點出發〉：2。 
17 仁欽道爾吉，《江格爾論》1994。 
18 降邊嘉措，《格薩爾與藏族文化》1994。 
19 郎櫻，《瑪納斯論析》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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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史詩」的必須含有敘述性、英雄性、如詩般的作品，而且是以故事

的型態展現，所描述的包含人物或動物的特質、才能，及擁有過人的智慧與勇氣，

在歷史事件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或是描述民族的遷徙與拓展，如何開創出新

的政治局面，通常發生在民族發展最原始的時期，象徵著民族的生命與精神。20

一般說來，史詩可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表現人類祖先創造世界與創造人類，反

映遠古社會發展情況、民族遷徙的傳說和遠古人類對宇宙世界、人世間一些重大

問題進行探索的作品，屬於創世紀性質，一般稱其為「創世史詩」；其二是以敘

述古代英雄武功事蹟為主的長篇說唱體作品，稱為「英雄史詩」，主要表現民族

形成過程中族與族之間的戰爭，開疆闢土為主題，伴隨著民族的發展，是特定民

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知識總匯，反映了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21 

而從傳唱的內容來分析，Lmuhuw歌謠所敘述的內容就與史詩相類似：開始

多從祖先的發源地述說，並描述當時的社會情況，之後敘述祖先如何帶領子孫開

闢新地，建立家園，並對子孫殷切的教誨，以求民族的延續、繁衍興盛，可算是

「創世史詩」一類。而另一個與史詩相同的背景，就是文字尚未出現，僅能以口

述的方式傳承下來，口述傳統無法在文字廣泛使用的情況下存活，所以想要深入

口傳史詩的意義，必須忘卻已有的文字習慣，從該民族本身的語言意義去瞭解該

史詩之內涵。 

台灣原住民在早期皆是無文字的民族，一直到傳教士到台灣傳教時，才開始

以羅馬拼音的方式記錄下他們的語言。因此，在早期傳述的過程當中，僅能靠學

習者有耐心的反覆記誦，將 Lmuhuw 歌謠中特有的字彙、詞藻、結構及內容表

達的特殊方式，細心地體會而將其精髓傳承下來，這就是 Lmuhuw 歌謠與一般

的傳說故事不同之處，而且是藉由音樂的語言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就更顯得

Lmuhuw歌謠的歷史性及不容忽視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從對整個民族的影響力來看，Lmuhuw歌謠不僅是一部編年史，更是一

                                                 
20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II），1980：265-269。 
21 潛明茲，《中國少數民族英雄史詩》19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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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落之書」，也是一部有關風俗與傳統的重要紀錄。所傳述的內容是泰雅人

的文化精神所在，它不僅代表著個人的智慧能力，更代表著整個部落甚至社群、

族群的榮辱與尊嚴，因此在泰雅人心中，精通 Lmuhuw 歌謠的族人是備受尊敬

與愛戴，足以代表部落、社群對內或對外處理重大事情。而且透過 Lmuhuw 歌

謠的方式來傳達祖先的意旨，族人莫不奉為依歸，泰雅人的道德意識、社會規範

及精神信仰皆由此建構，由此更顯出 Lmuhuw歌謠的神聖性。所以 Lmuhuw歌

謠對於泰雅族人的重要性，就如同史詩對於西方歷史的影響力，皆有著特殊的意

義存在，如此才能世世代代、綿延不絕地歌頌流傳。 

 
 
 
 
 
 
 
 
 
 
 
 
 
 
 
 
 
 
 
 
 
 
 
 
 
 


